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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作者 

YEN-PEI CHEN 
 

Yen-Pei Chen 是一位注册会计师，目前在 ACCA 专业洞见团队担任公司报告和税务经理。她的

主要职责在于通过开展技术和政策制定相关主题研究，与 FRC（财务报告委员会）和英国政府以及

国际综合报告委员会、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国际会计师联合会、欧盟委员会，以及经济合作与发

展组织的政策制定者合作，从而影响公司报告与税务政策的国际发展。为了支持 ACCA 的政策立场，

她召集了 ACCA 的企业报告全球论坛和税务全球论坛。她已经参与的综合报告相关研究包括投资者

对综合报告的看法1以及重要性确定过程2。未来的研究将探讨综合报告和法定披露要求之间的相互

作用。 

 
SARAH PERRIN 

 

Sarah Perrin ACA 是一位自由商业撰稿人。在伦敦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Arthur Andersen）获

得特许会计师资格后，她于 1993 年进入新闻行业，加入业界领先商业周刊《财会时代》（Accountancy 

Age）。Sarah 目前为专业杂志的会计与财务、审计与鉴证和一般商业管理主题相关版块撰稿，同时

她也对一些专业公司和机构的报告、通讯和文章进行起草和编辑。此外她还是职业发展、招聘和高

业绩相关主题书籍的合著者。 

  

                                                   
1 www.ifac.org/global-knowledge-gateway/business-reporting/discussion/use-and-usefulness-integrated-reporting 
2 www.ifac.org/global-knowledge-gateway/business-reporting/discussion/materiality-and-conciseness-integr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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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国际综合报告委员会（IIRC）在定义和推广综合报告概念和实践方面已经在全球取得了高度的

成功。 

明年综合报告即将进入“全球实施”阶段，因此本报告探索了率先实施 IIRC 国际综合报告框架

的机构已经取得的成就，包括他们学到了什么，他们遇到了什么挑战，以及他们得到的组织价值。 

从本报告的发现中可以明确看出，综合报告使许多企业能够更加清晰和完整地阐述推动他们前

进的真正因素，这反过来又可以促使企业更加明确地认识和管理他们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从本质上来说，综合报告更像是通往终极目标——综合思维的一种途径，而非目标本身。本报

告中的报告编制者表示，综合报告的实施使他们可以通过更加广泛和富有洞见的方法来有力地管理

他们的机构。 

利益相关方期望当前机构能够保障各种形式的资本的安全，比如财务、自然、人力、智力和社

会资本，因此更广泛的企业管理形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只有通过实施这一方法，我们才

能向社会公众注入信任和信心，推动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 

我希望这份报告能够鼓励那些已经实施综合报告的机构为了他们的企业以及我们共同享有的这

个世界继续探索综合报告，因为它的益处显然不止一面。 

 

白容 (Helen Brand OBE) 

ACCA 行政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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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报告研究了国际综合报告委员会（IIRC）综合报告企业网络中机构的报告实践，突出了最先采

用综合报告的机构所体验到的具体益处以及挑战，并为更多的机构走上综合报告道路提供实际的建

议和指导。 

目前业界普遍认为传统的财务报告不再符合那些希望在中长期和未来开展和保持具有适应能力

且负责任的业务的企业的需求。财务报表建立在历史信息的基础上，因此它是对过去的回顾。财务

报表还非常关注财务资本，而对于当前的许多机构而言，成功往往取决于其他资源，例如人员的专

业能力，通过研究开发获得的知识产权，以及在运营过程中企业与环境和社会的互动。 

综合报告旨在填补这些报告差距。国际综合报告委员会（IIRC）推动了综合报告概念的传播，

它的目标是创造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综合思维和综合报告被嵌入主流商业实践中。 

这一愿景通过综合报告和综合思维的循环将资本配置和企业行为与更广泛的财务稳定性和可持

续发展目标统一起来。 

自 2013 年 12 月国际综合报告框架（“框架”）发布以来，机构实施综合报告的速度和范围稳步

增加。从 2018 年开始，IIRC 计划综合报告将进入“全球实施”阶段，此举旨在稳固综合报告在公司治

理和公司报告中的核心位置。在全球综合报告网络中共有约 2000 名参与者。作为 IIRC 的旗舰项目，

综合报告企业网络由致力于实施综合报告框架的机构组成，目前已有超过 80 位成员。该网络作为机

构分享经验的论坛平台，旨在提高综合报告的质量，进一步帮助证明关于综合报告实施的商业案例

的有效性。 

正如本报告所强调的，机构体验到了实施综合报告带来的益处，并预计未来会有更多。 

从 2016 年 7 月到 10 月，ACCA 与 IIRC 合作对综合报告企业网络参与者提交的 41 份企业报告

进行了评审3。这就是 2016 年综合报告企业网络报告评审项目。这些报告涵盖的会计期间截止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这一评审项目为参与者提供了保密的反馈，通过强调框架实施过程中的优势和

差距，旨在鼓励报告质量的持续提升。 

评审结果反映了机构在其综合报告实施不同阶段的多种报告实践：在评审的 41 份报告中，有

21 份被明确地界定为综合报告；3 家机构表示他们遵循了框架的原则，但没有把报告称为综合报告；

17 家机构没有明确实施综合报告。在这些案例中，这些机构向专家评审组提供了他们计划向综合报

告中加入的企业报告：这些包括年报的前面部分、可持续发展报告、企业责任报告以及三者的结合。 

评审结果鼓舞人心，报告总体质量水平较高，但结果也显示综合报告的某些方面特别具有挑战

性。（见附录 2 框架方面的考虑。） 

本报告以报告评审中得到的观察为基础，旨在为机构如何实际实施综合报告提供进一步的洞见。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在 2017 年 2 月份和 3 月份，我们对处于综合报告实施不同阶段的九家机构的

                                                   
3 专家评审组由来自 IIRC 和 ACCA 的人员、西澳大学的 Marvin Wee 教授以及 Materiality Counts 的执行董事 Jo Cain

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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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进行了采访，其中八家机构是综合报告企业网络的参与者。ACCA 和 IIRC 在 2016 年对这八家

机构以及索尔维集团（Solvay S.A.）的报告进行了评审。索尔维集团在 2015 年年度报告中首次向

综合报告迈出了步伐。本报告探索机构如何应对已发现的挑战并分享良好实践案例。报告中所提供

的实际洞见不仅可以帮助已经编制了综合报告的机构，还可以帮助那些刚刚开始实施综合报告的机

构。 

1. 综合报告的益处 

接受本报告采访的综合报告企业网络参与者提到了实施综合报告带来的诸多益处。这些益处包

括： 

• 提高综合思维和综合管理 

• 增加商业问题和商业业绩的明确性 

• 改善企业声誉和利益相关方关系 

• 编制更加有效的报告 

• 提高员工参与 

• 提升毛利率 

1.1 提高综合思维和综合管理 

综合报告不只是企业报告：从实质上来看，它是管理企业的一种方式，管理的基础是对机构创

造和毁损价值的许多方式的明确认识。综合报告企业网络参与者认识到，机构编制的综合报告是对

其内部综合思维和综合管理的一种展现。 

“在我看来，综合思维才是终极目标，综合报告只是附带的收获，”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金融和

专业服务事务所 JLL（主攻房地产业）的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和通讯部门高级经理 Tom Roundell 

Greene 说道。“我们的重点是如何把关于价值创造的广泛认知融入商业战略中。我们目前所考虑的

方法是将可持续发展思维融入风险管理过程，然后思考如何将其贯穿整个企业的战略制定。” 

他还补充道：“通过研究企业的六大资本4，可持续发展成了企业战略思维的一个核心部分。它可

以使投资者认识到良好的长期远景何时出现。企业也可以充分地思考所有影响它的不同因素，然后

反过来影响这些因素。”但是应该指出的是，综合报告并不是一个专注可持续发展报告的框架，它的

制定是为了支持更全面的价值创造。 

意大利忠利（Generali）国际保险公司集团综合报告和 CFO 中心主管 Massimo Romano 非常

确信综合思维的价值。他说道：“我们正在从综合报告阶段向综合思维阶段转变，我们正在切实地把

                                                   
4 这些资本包括财务、制造、智力、人力，社会和关系以及自然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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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方法嵌入我们的过程中，比如我们管理集团转型项目的方式，以及我们管理与全球业务部门关

系的方式。” 

同样的，西班牙天然气输送公司 Enagás 也因为实施综合报告，提高了公司不同团队的参与及

其之间的互动。 

Enagás 公司组织和企业责任主管 José Miguel Tudela 说道：“把各个内容要素以及过去、现在

和未来的概念连结起来的这种做法帮助我们打破了机构各个领域之间相对分割的状态。” 

1.2 增加商业问题和商业业绩的明确性 

管理团队发现综合报告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推动企业业绩的因素。亚洲领先金融服务集团

星展银行（DBS）的执行董事兼税务和会计政策主管 Mikkel Larsen 说道：“综合报告框架可以使我

们深入了解推动我们的平衡记分卡法发展的基本因素。”比如，记分卡上有员工参与，但支持员工参

与的重要因素还包括员工留任和管理。“发现了这些之后，我们可以更加具体地思考我们的风险和机

遇，关键业绩指标（KPI），以及我们增长这些资源的计划。所以我们的重大事项并没有改变多少，

但是作为我们平衡记分卡基础的这些重大事项的明确性却提高了，使我们能够更好地阐述这些事项，

更具体地对它们进行衡量。” 

慕尼黑机场战略可持续发展管理、业务单元战略和可持续发展主管 Monica Streck 博士提到了

综合报告的益处：“我们对我们的问题有了一个非常好的总体概览，一个简要的说明。它没有被分割

成不同的报告，而是一份报告。我们的读者非常高兴能看到这种整体的概括，这不仅有益于我们的

读者，也有益于我们自身。” 

1.3 改善企业声誉和利益相关方关系 

泰国 PTT 全球化学公司（PTTGC）是东南亚地区首批实施综合报告的公司，它从中看到了其为

企业声誉带来的好处。PTTCG 可持续发展管理副总裁 Pranee Poopair 认为综合报告是一个“正确的

框架”，它可以把财务和可持续发展报告整合起来，帮助投资者了解企业及其成果。“这是利益相关方

或投资者可以访问的一个单一数据来源，”她说道。“他们可以看到企业的战略、我们的增长、业绩以

及我们的方向。” 

星展银行的 Mikkel Larsen 说道：“我们获得了许多积极的反馈和免费的公关。在一对一的基础

上，投资者对我们的年度报告，以及我们如何表述我们的战略和价值创造的方法基本上都给出了良

好的反馈。” 

得益于综合报告，Enagás 公司已经加强了他们与财务资本提供者的关系。“财务资本提供者对

我们的战略和业绩有了更好的了解，对我们的商业模式的长期可行性也有了更大的信心，”Tudela 说

道。 

“得益于综合报告和其他倡议，我们公司的披露质量被认为是市场上最高的，”意大利忠利保险集

团的 Romano 说道，“尤其是近三年我们披露质量的提升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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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年的年度大会上，投资者都会上台表达他们对年度报告的欣赏，强调他们非常喜欢综合

报告能够从一个全面的视角呈现公司的状况，以及其一致性，”总部位于丹麦的全球医疗保健公司诺

和诺德（Novo Nordisk）的企业可持续发展副总裁 Susanne Stormer 说道。“我们已经确定了一种格

式，读者可以知道哪些表格在哪，而且一直在差不多相同的页数上。” 

1.4 编制更加有效的报告 

综合报告可以使企业报告对用户和报告的编制者更有效。当企业面临巨大的监管报告挑战时，

采用连通性概念正在改变企业运营的方式。“通过与我们的 IT 供应商和意大利保险协会合作，我们

共同制定了一个指示方案，应对监管报告方面的重重挑战，”意大利忠利保险集团的 Romano 说道。

这将会创造一种更加“动态”的报告体验，提高监管报告的效率，使受众可以从这些报告中获得具有附

加值的信息。 

未来的外部利益相关方可以从这些报告中更容易地发现他们需要的信息，无需单独联系公司请

求提供信息。“这是一种与利益相关方沟通的高效方式，”跨国食品公司达能集团（Danone）的一体

化可持续发展总监 Laura Palmeiro 说道。综合报告提供的信息逻辑连贯，明确清晰，现在她可以用

综合报告来展示达能集团的战略。 

1.5 提高员工参与 

 Laura Palmeiro 也认为达能集团的第一份在线互动式综合报告增加了员工对企业的自豪感。

“从我们在世界其他地方的业务案例中，员工了解了许多情况，他们可以成为公司的大使。”她说道。  

1.6 提升毛利率 

掌握更多洞见可以帮助企业更好地提升业绩。“我们可以通过报告展示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或

完全不依赖化石燃料对我们销售成本的影响，”诺和诺德公司的 Stormer 说道。“两者之间存在着明

确的关联，从我们的表格中你就可以看出来。任何聪明的分析师都可以做到，我也听说过分析师会

这样做。他们可以看到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和能源消耗正对我们的关键财务指标发生着作用。” 

但是综合报告编制者也认识到，综合管理在财务方面创造的任何益处可能都需要数年才能实现。

“当一个附加财务指标发生变化时，它对财务指标的影响并不是即时的，”索尔维集团高级执行副总

裁 Michel Bande 说道5。他认为这可以作为一些学术研究的主题并得出富有成效的结果。 

1.7 对资本成本的影响 

在受访的企业中，目前还没有任何企业看到综合报告对他们的资本成本的影响，但是有些受访

者希望在未来看到这一影响。星展银行的 Mikkel Larsen 说道：“如果我们可以持续地向人们展示我

                                                   
5 索尔维集团并没有参加 2016 年的综合报告企业网络报告评审项目，但是它参加了综合报告试点项目，并且开始实

施综合报告。下文“案例研究：通往综合报告的道路”对此有所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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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像综合报告中说的那样执行我们的战略，那么购买星展银行资本的风险就会下降，或者股本成本

下降，相应的，我们的股票价格也会上升。”一些诸如 2015 年新加坡国立大学和毕马威对亚太地区

企业的研究6之类的学术研究，已经发现了综合报告和资本成本降低之间的联系。 

2. 综合报告编制者的表现 

2.1 克服障碍 

有趣的是，评审者发现一份报告与框架的对齐程度与是否明确提到综合报告之间并没有直接关

联。正如上文所讨论的，评审的报告中大部分没有提到综合报告。这可能是因为一些机构在编制他

们的第一份综合报告之前，先花时间在内部实施综合思维。对一些机构来说，获得公司董事会和其

他利益相关方的承诺并在团队之间建立有效的沟通渠道需要许多时间和精力。正如 Larsen 所指出

的，“一个关键的挑战是如何在内部利益相关方群体之间取得一致立场。” 

从外部报告角度来看，当前的报告向包括综合报告和机构多种资本价值创造总结的报告转变也

需要时间。 

以达能集团为例，Laura Palmeiro 的团队用了三年时间接管可持续发展报告（之前是市场营销

部门的职责），并把它转变成满足评级机构、投资者和监管机构要求的综合报告。 

其他障碍，比如在某些司法管辖区内，董事可能会因为公司报告中的信息披露而承担法律责任，

这可能也会阻止企业完全采纳综合报告，激发以未来为导向的讨论。Laura Palmeiro 看到了提供前

瞻性报表方面存在的特别挑战，因为其中涉及法律影响、公司律师的担忧以及竞争原因。“我们会在

报告中明确提到我们的未来计划，”她说道，“我们认可它是综合报告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在短时

间内它仍然是最棘手的部分。” 

编制前瞻性报告内容对索尔维集团也是一个挑战，因为法律部门对创造过高的股东期望有着本

能的谨慎。“公司法律部门较为保守，”Bande 说道。“他们的职责就是限制风险。每次当你解释未来

的时候，你也在承担风险。” 

监管要求和时间框架对那些正在向综合报告过渡的公司形成了特别的挑战。根据美国证券交易

委员会（SEC）的要求，JLL 集团必须完成 10-K 表格。由于格式是规定的，再加上填报截止日期较

为紧张，所以要与综合报告保持一致并不容易。10-K 表格在第一季度提交，但通常要到第三季度才

能收集和整理好用于可持续发展报告的 10000 多个数据点。“我们在 10-K 表格相关的地方纳入了可

持续发展信息，但由于时间问题这些通常都是遗留信息，” Roundell Greene 说道。 

对 PTTGC 集团来说，监管挑战也是一个问题。“我们[全面实施综合报告]的阻碍更多地来自外

部，而非内部，”Poopair 说道。PTTGC 也必须遵守泰国证券交易所的要求，该交易所的监管规定使

公司无法制定一份完整的综合报告。因此，公司编制了一份以财务内容为主的年度报告和一份独立

的可持续发展报告。PTTGC 的最终目标是编制一份单一完整的综合报告，但这需要监管机构背书。

                                                   
6 毕马威/新加坡国立大学（2015 年），“制定更好的商业报告：综合报告和价值创造”（Towards better business 

reporting: integrated reporting and value cre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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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IIRC 能与我们的证券交易所合作，推动综合报告成为下一阶段的报告政策，那就太好

了，”Poopair 说道。尽管如此，泰国证券交易所的代表还是“很高兴我们公司是泰国的模范，”她指

出。 

2.2 鼓励进步 

综合报告企业网络 2016 年报告评审项目发现企业对战略的报告较为出色，即机构做了什么，他

们有哪些目标，他们计划如何实现这些目标。大部分（64%）被评审公司强调他们与众不同的地方

给他们带来了竞争优势。同样的，71%的公司为机构的战略提供了良好的洞见。关于利益相关方互

动的报告也比较优秀：所有报告中都包括这方面的披露，66%的公司为机构与其关键利益相关方群

体的关系性质和质量提供了良好的洞见。 

关于综合报告可靠性和完整性原则的评审结果也非常鼓舞人心：68%的报告使用了中性和事实

性语言，成功地避免了使报告看起来像是营销或宣传的工具。 

当然仍有改进的空间。评审发现了几个常见的弱势领域。与 IIRC 关于这些发现的探讨突出了下

列需要优先改进的领域：7 

 • 价值创造 - 特别是在商业模式、资本和连通性概念方面 

• 连通性 - 全面展示影响价值创造的长期因素 

• 重要性 - 从价值创造的角度确定和应用重要性 

• 简洁 - 精简页数 

• 可靠性和完整性 - 平衡好消息和坏消息。 

• 一致性和可比性 - 报告可以在之后与其他机构进行对比我们将在本报告中依次讨论上述

领域。 

我们将在本报告中依次讨论上述领域。 

  

                                                   
7 见附录 2 综合报告企业网络 2016 年报告评审项目中考虑的国际综合报告框架方面以及对应这些方面的报告质量

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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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聚焦价值创造 

3.1 报告评审的发现 

价值创造的概念是综合报告的基础，它将框架的原则和内容元素联系起来。因此价值创造是综

合报告的核心部分，它应该解释机构是如何不断创造价值的。 

报告评审发现价值创造元素正在积极地影响着企业报告：88%的报告中包括机构所使用或受机

构影响的资本（不只财务资本）范围，例如人力、社会与关系、自然、智力和制造资本。评审者发现

63%的报告对对其重要的资本的列报较好。 

此外，66%的被评审报告充分解释（高水平）了机构如何为自身和他人创造价值。但评审者也

发现，在某些案例中，机构在解释它如何为自己创造价值时就解释得比较好，在解释它如何为他人

创造价值时就没那么好，还有些机构难以分清两者之间的差别。这可能说明了机构在确定他们的利

益相关方所重视的价值的能力较弱。2016 年 IIRC 开展了一项平行研究8，对框架的实施反馈进行评

审，研究结果也印证了上述发现：虽然大多数机构披露了他们的利益相关方是谁，解释了利益相关

方的参与过程，但几乎没有机构在报告中指出这些利益相关方的需求。在报告中明确指出利益相关

方的需求应该可以帮助机构思考他们该如何满足这些需求：这反过来也可以帮助机构从战略和商业

模式方面为关键利益相关方创造价值。 

总的来看，尽管报告对框架中每一内容元素的讨论比较充分，但通常缺乏价值创造方面的内容。

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事实：大约一半的样本并没有编制出一份全面的综合报告。例如： 

• 51%的报告非常好地展示了战略目标的实现程度，但只有 46%的报告把业绩与资本联系了

起来 

• 所有报告都概括了机构的治理结构，但只有 44%的报告充分解释了他们的治理结构是如何

帮助机构创造短期、中期和长期价值的 

• 54%的报告充分解释了机构如何应对风险和机遇，但只有 49%的报告将风险/价值与长期价

值创造联系起来分析 

• 71%的报告对机构的战略提供了优秀的洞见，但只有 46%的报告将战略与机构创造短期、

中期和长期价值的能力明确地联系了起来 

在下文的详细讨论中，信息连通性是所有报告的一个关键弱点。如果能够透彻地了解机构如何

创造价值，就可以在很多情况下将那些遗失的线索找回，使报告的信息更全面，逻辑更连贯。 

                                                   
8 国际综合报告委员会的研究以 50 家机构为对象，有些机构并非综合报告网络成员，但这些机构都明确地参考了国

际综合报告框架。对比而言，国际综合报告企业网络 2016 年报告评审项目仅以综合报告企业网络参与者为研究对

象，包括那些尚未在其报告中应用综合报告框架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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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企业发现的挑战 

慕尼黑机场发现按照框架描述其商业模式是综合报告中最难实施的部分，因为框架的方法以资

本为基础。“它需要通讯和可持续发展部门的合作，”Streck 说道。“我们试着定义我们的资本，我们

的投入以及商业模式的产出，在某种程度上就像资产负债表一样。”这家公司放慢步伐，在 2015 年

年度报告中才首次发布了关于它的商业模式的解释。之前慕尼黑机场用页码查找器来帮助读者找到

关于战略和重要性的信息，但是这些并没有全部包括在商业模式的陈述中。 

虽然星展银行早已经使用了平衡记分卡法，并且也很善于接受综合报告的概念，但这家机构在

价值创造方面有它自己的看法；从广泛的利益相关方的角度来表达价值创造非常具有挑战性。它的

报告以财务内容为主，所以如何确定客户满意度与价值创造的关系也是一项挑战。“如何单一完整地

表述这方面的价值创造，这是一项挑战，”星展银行税务和会计政策高级副总裁 Sze Yen Tan 说道。 

正如诺和诺德集团的 Stormer 所说的，在量化和表述机构从智力资本和其他非财务资本等资源

中得到的价值时，机构的思维和实践仍“不成熟”。框架本身也避免明确指出综合报告编制者应该使用

的任何 KPI。“你可以描述你如何使用智力资本，以及你如何不断教育员工，提高他们的就业能力，

进而为你创造的价值，但你并没有实际的指标来衡量它，”Stormer 说道。 

通过一种有意义的方式来衡量和量化投入、产出与成果并不容易。很少有公司会投入必要的资

源来开发创新衡量工具。 

一些综合报告编制者（例如星展银行）认为（来自 IIRC 的）综合报告指导需要建立在最佳实践

的基础上，以鼓励更多的机构尝试量化。这也可以帮助促进公司报告实现更高的一致性。其他认可

的准则和行业指南，例如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美国可持续会计准则委

员会（SASB）和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可能会提供有用的参考。但一些受访者，比如索尔维集团

的 Michel Bande 则警告不要过于紧密地遵循这些准则。这是一个特别的担忧，因为当前的框架和准

则往往会忽略与价值创造相关的指标，反而更注重风险或投入。Bande 认为学术研究可以帮助推动

制定适宜的衡量指标。与此同时，Stormer 指出行业组织正在开展工作来提高企业提供的信息质量

（例如世界智力资本倡议组织（WICI））。 

诺和诺德集团迄今为止采用一种“实用的方法”来报告成果，Stormer 说道，因为当从全球企业

层面对信息进行合并时，信息就有可能失去它的意义。诺和诺德集团通过案例研究的方式来展现它

是如何在全球开展业务的，向利益相关方解释它为病人、社会和企业创造的成果。“我们可以从业绩

的角度来讨论这些，但不用受年度报告的那些正式规定的限制，”Stormer 说道。 

达能集团采用了相似的方法。Laura Palmeiro 发现很难展现影响企业整体价值创造的不同因素

之间相互关联和依存性。她的解决办法是提供一个在线项目数据库，根据支撑达能集团未来发展的

三个支柱划分：更好的健康（与营养工作有关），更好的生活（与社会价值有关）和更好的世界（环

境）。每个项目的文字解释了它“为什么重要”，它“如何运作”，以及“这一项目如何创造价值？” Laura 

Palmeiro 说道：“解释连通性最好的方法就是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 

在报告中展示成果是 JLL 公司的 Roundell Greene 希望在下一步解决的一个挑战。“我们正在试

着回答‘那又怎么样？’这样的问题，”他说道。比如，一笔慈善捐赠或其他的行为到底可以带来哪些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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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的影响呢？这些问题可能需要通过与诺和诺德和达能集团使用的类似的案例研究方法来解决。“企

业需要参与数据收集过程，使数据变得更精细和成熟，这样我们就可以比较令人满意地回答‘那又怎

么样？’这样的问题，”Roundell Greene 说道。 

3.3 实际方法 

意大利忠利保险集团在 2015 年年度综合报告与合并财务报表（第 24 页）中用了一个图表来展

示公司的价值创造过程。它提到了所有六种资本，指出了企业中这些资本的相关形式以及各种产出

和成果。报告第 58 页还进一步解释了公司的商业模式。Romano 认为综合报告提供了“一个良好的

机遇，使我们可以更加有效地表述我们的价值创造过程”，特别是通过解释所有发挥作用的不同资本。 

 

  

http://integratedreport2015.generali.com/sites/generali15fin/files/attachments/annual_integrated_report_generali_group_ye_2015_5.4.2016.pdf
http://integratedreport2015.generali.com/sites/generali15fin/files/attachments/annual_integrated_report_generali_group_ye_2015_5.4.2016.pdf
http://integratedreport2015.generali.com/sites/generali15fin/files/attachments/annual_integrated_report_generali_group_ye_2015_5.4.2016.pdf
http://integratedreport2015.generali.com/sites/generali15fin/files/attachments/annual_integrated_report_generali_group_ye_2015_5.4.20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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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5 年年度报告中，星展银行尝试通过“资产负债表法”来确定被其称为“资源”的资本的价值

以及这些价值的变化。为了替代货币量（很难准确衡量），星展银行使用非财务（或前财务）指标来

作为替代指标。 

集团年度报告展示了年度开头和结尾时每项资本价值的替代指标。数据中间栏的文字解释了导

致价值变化的最重要的活动，并且标示出在报告哪些部分可以找到进一步的详细信息。 

 

  

http://www.dbs.com/annualreports/2015/pdfs/downloads/full-annual-report-2015.pdf


13 

 

集团将资本价值的变化与价值分配联系起来，因为在一定时期内创造（或损失）的价值要么被

用于增加（或减少）资本，要么被分配给股东。该银行在报告其如何分配财务和非财务价值时纳入

了质化信息。比如，它加入了财务价值是如何在股东（通过税收和社会投资）、员工（通过酌酬奖金）

和留存收益之间分配的。 

星展银行还展示了它如何向客户、员工（例如通过培训）、社会（例如通过环境友好实践）和监

管机构（通过确保银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分配非财务价值的。“我们向社会和员工的回馈总是会被大

大低估，因为我们没有这方面的数据，其他大多数公司也没有，” Mikkel Larsen 说道。“我们只能用

一些粗略的指标来衡量价值分配，但有总比没有好。 

  

  

http://www.dbs.com/annualreports/2015/pdfs/downloads/full-annual-report-201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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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列案例中，星展银行清晰简洁地解释了它如何通过三个步骤发现对集团创造长期价值能力

影响最大的重大事项。在这一过程中，星展银行响应了利益相关方的需求。“要发现这些重大事项不

能只是纸上谈兵，它必须是真正真实的，”星展银行的 Sze Yen Tan 说道。这家银行也解释了与每个

重大事项相关的风险和机遇，以及它在每个领域做了什么，并指引读者从哪里可以找到更多信息。 

3.4 关于价值创造报告的良好实践建议 

•   明确指出机构的关键利益相关方是谁，让他们参与进来并发现他们所认为的价值是什么。 

•   使用六项资本模型作为参考工具来思考机构的战略和商业模式将会如何影响每项资本。 

•   根据对关键利益相关方重视的价值的认识以及多种资本方法来确定机构的商业模式、战略、

风险管理和业绩考核过程。 

•   参考现有的框架和行业指导，以此为起点来定义相关的业绩指标。 

 

  

http://www.dbs.com/annualreports/2015/pdfs/downloads/full-annual-report-201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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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聚焦五大原则 

4.1 信息连通性 

4.1.1 报告评审的发现  

将近一半的被评审报告在展示信息连通性方面可以做得更好，全面地展示影响机构创造长期价

值能力的各种因素以及各因素之间的相互关联和依存性。 

根据框架，机构应该考虑不同形式的连通性，包括下列要素之间的连通性： 

•  内容元素 

•  过去、现在和未来 

•  六项资本 

•  财务信息和其他信息 

•  量化和质化信息 

•  管理信息、董事会信息，和外部报告信息 

•   综合报告中的信息，机构其他通讯文件中的信息，以及来自其他源头的信息。9 

当机构通过年度报告、可持续发展报告和企业治理报告等一系列报告来提供信息时，就很难看

到整体的画面。 

正如上文“聚焦价值创造”部分所说的，机构仍然在努力提高战略、业绩、前景和商业模式等

内容元素之间的连通性。 

更难实现的还有其他形式的连通性。努力通过多种方式将报告的不同部分和内容元素连结起来，

这可能是实现广义上的连通性的第一步。 

4.1.2 企业发现了哪些挑战？  

对诺和诺德集团而言，连通性的挑战在某种程度上源于其综合报告方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

该机构原先单独制定财务报告和可持续发展报告，现在这两份报告已经合二为一。从新开始也许可

以帮助企业制定出更好的报告，他们需要问自己“我的读者将会需要什么信息？”，然后在此基础上

                                                   
9 国际综合报告框架，第 3.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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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报告。连通性“这块硬骨头我们还没啃下，”Stormer 说道。例如，财务报告准则要求报告员工

成本（例如养老金和薪水）。“这是你的报表中的一个主要科目，”她说道，“同时，你的员工的质量和

他们的参与度和积极性也是企业成功的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员工成本的信息可能会在报表的附注中

披露，但员工参与度等其他信息可能在别处。诺和诺德集团计划尝试将两者更好地连结起来，先从

交叉索引开始。 

星展银行的 Larsen 也看到了连通性的挑战。对他所在的机构而言，编制综合报告的下一步将是

提高风险和损益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过我们的战略和区别因素等联系起来，然后联系到风险部分，

然后是我们的资源，然后是这些资源将在什么时候转换成财务资源”。提高量化程度是另一个目标，

即提高对资源如何转化为财务价值的理解。“如果我们建立了一个出色的创新团队，那么就希望在某

一时刻这个团队能转换成财务价值，”Larsen 说道。 

索尔维集团的 Bande 也看到了连通非财务指标和财务结果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之所以困难是

因为当你的财务之外的指标发生变化时，它对你的财务指标的影响并不是即时的，”Bande 说道。“它

并不是在同一年份，一定会有时间延迟。” 

监管文件对内容的规定也带来的挑战。因此 JLL 集团建立了一个综合报告专项网站10，展示公

司的战略、治理、业绩以及价值创造远景。“这个专项网站把我们的年度报告和可持续发展报告中的

内容结合起来，然后把它们并排放在一起，突出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性，这是突破 10-K 表格[SEC

表格]限制的第一步，”Roundell Greene 说道。他还补充道：“尝试在 10-K 表格的限制内应用连通性

原则很有挑战性……我们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多样的组织。连通性不是制定一份报告，然后在不同事

物之间划定界限；而是如何在企业的每个层面内建立这一认识。” 

“当我们尝试把信息连通起来的时候，我们发现了组织挑战，”Enagás 公司的 Tudela 说道。一

个重要的挑战是把“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概念连结起来”。该公司计划通过确定更多的“影响指标”来解

决这一挑战。例如，不再专注“结果指标”，比如参与志愿计划的员工的人数，与结果指标不同，影响

指标考察的是社区中因为这些倡议而生活有所改善的人。 

与此同时，达能集团的 Laura Palmeiro 正在寻找把内部管理信息和外部报告信息连结起来的方

式。Laura Palmeiro 说她的“必杀技”就是寻找既能够从内部“推动业务增长”，又对外部利益相关方有

益的单一 KPI。 

4.1.3 实际方法 

连通性原则还有一个方面是机构如何为读者在综合报告的不同部分导航，比如交叉索引。意大

利忠利保险集团在 2015 年综合报告与合并财务报表的前面增加了一页（第 4 页），标题是“关于本报

告”，介绍了链接向网页、报告其他部分或其他集团报告的交叉索引标志。 

这一页还通过图表解释了年度综合报告各部分与框架的内容元素之间的关联。在之后的“管理

报告附注”部分（第 124 页），忠利保险集团解释了它如何应用连通性原则。在解释中，忠利集团还

                                                   
10 http://marketing.joneslanglasalle.com/integrated-report/2015/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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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它已经在集团网站上发布了一份互动式综合财务报表，利用“这一工具进一步突出信息的互联性”。 

企业致力于通过科技来帮助读者在他们报告的相关或相连部分之间导航。比如，慕尼黑机场在

其 2015 年报告中添加了交叉索引和网站链接。“我们在线报告的连通性将会更高，因为我们有了新

的技术支持，”慕尼黑机场业务单元企业通讯部门的综合报告顾问 Eva Schindler 说道。 

4.1.4 关于连通性的良好实践建议 

•   把综合报告看作一份将其他更细节的报告和监管信息连接起来的最重要和简洁的文件。 

•   使用明确的标记将读者导向综合报告或其他地方的相关信息，包括在线报告。 

•   思考管理信息、董事会讨论以及与投资者和其他利益相关方相关的优先主题之间的关联。 

  

http://integratedreport2015.generali.com/sites/generali15fin/files/attachments/annual_integrated_report_generali_group_ye_2015_5.4.20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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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重要性. 

4.2.1 报告评审的发现 

根据综合报告框架：“综合报告中应披露对机构短期、中期和长期的价值创造能力具有实质影响

的事件信息。”。11评审者发现只有一半的报告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出色。 

框架还规定了在为编制和列报综合报告而确定重要性时涉及四个步骤： 

• 基于影响价值创造能力识别相关事项 

• 根据相关事项对价值创造产生的已知或潜在影响来评估其重要性 

• 根据事项的相对重要性排列事项优先顺序 

• 确定要披露的重大事项相关信息。12 

评审小组发现许多机构没有考虑与价值创造相关的重要性。此外，他们发现只有 46%的报告解

释了他们的重要性确定过程。在那些披露了他们的重要性确定过程的机构中，许多应用了可持续发

展报告的 GRI 模型，而非框架的价值创造方法。GRI 模型对重大事项的定义是“能够反映机构的重要

经济、环境和社会影响；或对利益相关方的评估和决策有重大影响”。13 

改善重要性确定过程可以帮助改善报告的简洁性、可靠性和完整性。此外，披露重要性确定过

程还可以帮助加强报告的可靠性。 

4.2.2 企业发现了哪些挑战？ 

报告编制者发现的挑战包括： 

• 在确定重要性的时候平衡不同利益相关方的需求，特别是有时候一件事对一位利益相关方的

重要程度高于其对另一位利益相关方的重要程度； 

• 应用框架和其他准则/框架中的重要性定义，从而有效地满足报告要求，同时不让读者感到困

惑。 

对综合报告编制者而言，在应用重要性的时候，一个关键挑战就是确定机构的关键利益相关方。

框架指出（第 1.7 和 1.8 段）：“综合报告的主要目标是向财务资本提供者解释机构如何持续创造价

                                                   
11 国际综合报告框架，第 3.17 段。 
12 国际综合报告框架，第 3.18 段 
13 来源：2016 年企业报告对话重要性一般原则宣言（Statement of Common Principles of Materiality of the 

Corporate Reporting Dialogue） http://corporatereportingdialogue.com/wp-content/uploads/2016/03/ Statement-

of-Common-Principles-of-Materiality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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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综合报告将使所有关注机构持续价值创造能力的利益相关方受益，这些利益相关方包括：员工、

客户、供应商、业务伙伴、当地社区、立法机构、监管机构和政策制定者。”很多机构力图在他们的

年度报告中包括对于财务资本提供者有重要意义的信息。 

但是一些企业希望触及到更广泛的利益相关方。达能集团的 Laura Palmeiro 说道，“综合报告的

确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在这个时代企业如果能够做到透明，它的声誉就会大大提高。如果我们在

这个工具上投入了这么多钱、工作和精力只为了给我们的投资者提供信息，这就太可惜了。”因此在

确定综合报告内容的时候，她心里想的是更广泛的利益相关方群体。她相信我们可以利用网络科技

满足所有利益相关方对信息的需求，这样企业就可以为所有人提供重要信息。她说道，“我的梦想是

综合报告将成为一个基于网络的工具，不管你是一家非政府组织，还是一家大公司的产品组合经理，

或者你是我们的一位供应商，它的这些功能都可以帮助你更简单更快捷地查找信息。你可以点进去，

首先了解整体的情况，然后向下展开，找到你需要的最细小层级的数据。” 

很多人会说，至少在传统非互动式报告格式的限制下，在向广泛的受众群体进行报告的时候，

如果不应用重要性进行筛选，很难做出有意义的报告。尽管如此，Laura Palmeiro 相信她的版本与

创造长期价值的目标一致：能够为投资者，即财务资本提供者创造长期价值的信息也应该能够支持

其他利益相关方的长期利益。她说道：“对财务话题有长期影响的话题的重要性应该与那些影响所有

利益相关方的话题是一样的，因为如果你影响了你的供应链或消费者或环境，几年后他们也会反过

来影响你。” 

即使不考虑其他利益相关方的需求，不同投资者可能也会有不同的需求。如何发现重大风险且

满足不同利益投资者的需求，索尔维集团的 Bande 提出了这个问题。“重要性是一个重要的工具，但

是[通过使用这一工具]可以减少你在综合报告中提到的风险数目，”他说道。他提到了“福岛综合症”，

即由于大规模地震和海啸造成的日本福岛核泄漏事故。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往往会在他们的公司报

告中披露那些非常不可能发生的风险。 

根据框架，一个风险的重要性取决于它的影响的重大程度，但前提是这一风险将会成为现实，

以及这一风险变成现实的可能性。自然灾害的可能性较低，但是一旦发生，它们的影响程度将是巨

大的。另一方面，如果把注意力放在这些风险上，就会忽略其他更加紧急的风险。一个解决方法是

只在报告主体中包含重大风险，在附录中把其他广泛的风险都包括进来，Bande 把这叫做“魔方法”。

这可以满足不同类型的投资者（例如长期和短期投资者）的需求，他们可能对公司报告有着不同的

期待。 

自从实施了综合报告后，Enagás 公司已经改变了他们的重要性评估方法，从原来的对所有利益

相关方一视同仁变成了突出投资者的重要程度。在综合报告实施的下一阶段，Enagás 公司将致力于

提高它的重要性分析，增加相关事项的详细程度，包括来自投资者的反馈。在投资者反馈分析结果

以及战略思考结论的基础上，Enagás 公司已经更新了它的重要性评价体系。它轻微地改变了某些重

要元素（例如伦理道德和诚信正直的重要性）的优先排序，并且发现了一些新的重要元素（例如负

责任税务和网络安全）。 

Tudela 说道：“气候变化也变得比我们最初评估的更加重要。”他还补充道：“发现财务和非财务

方面的重要事项需要对企业的业务及其未来有深入的了解。[我们的分析]每年都在改善，而今年我们

会根据我们的战略更新开展一项新的重要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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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TGC 也把获得利益相关方意见作为它的重要性分析的一部分，并为此制定了相关流程。但尽

管如此，Poopair 认为个人的意见从本质上都是主观的，利益相关方如何阐释和打分排名都是不同

的。所以 PTTGC 集团旨在跟进每一个不寻常的反馈，从而更好地探索和理解它们。“我们距离我们

的利益相关方非常近，特别是商品投资者，所以如果[利益相关方参与反馈的]数据令人惊讶的话，我

们就可以直接联系他们，问他们看到了哪些影响，”Poopair 说道。 

在非财务背景中应用重要性的另一个挑战是不同报告框架产生的复杂性。以达能集团为例，该

集团在编制综合报告的时候遵循了 GRI G4 指南，这一指南强调了沟通机构的经济、环境和社会影

响的信息的重要性。 

JLL 集团的 Roundell Greene 也强调了确定重要性方法之间的差别：“综合报告的重要性确定过

程在很大程度上着眼于企业的风险和机遇，各种大趋势对 JLL 的影响，我们怎样缓和这些影响并从

中获利。可持续发展项目的重要性确定过程正好相反，它研究的是 JLL 对外界的影响。它们就像同

一枚硬币的两面，相互关联，都影响着综合报告。”框架的确认识到了这些观点之间的互联性，因为

框架的价值创造模型不仅关注企业为自身创造价值，还关注企业为他人创造的价值，包括其利益相

关方以及整个社会。14 

4.2.3 实际方法 

慕尼黑机场在 2015 年年度报告中提供了一个例子，解释如何从价值创造的角度思考风险和机

遇。报告全面地解释了它面临的风险以及它采取的应对措施。它展示了公司所面临的总风险和净风

险（即考虑了应对措施后仍然存在的风险）矩阵，以及根据这些风险发生的可能性或频率而得出的

潜在财务负债，之后概括了机场发现的机遇，通过矩阵来展示这些机遇的成熟度（短期，即 1 年以

内；长期，即 15 年以后）以及它们带来的潜在经济利益。 

4.2.4 关于重要性的良好实践建议 

•   确定综合报告的主要用户是谁，然后据此确定重要性。这对确定报告中包括什么，不包括

什么非常重要。 

•   明确地解释重要性的评估过程，包括机构如何评估重大事项并对其进行优先排序。 

  

                                                   
14 国际综合报告框架，第 2.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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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munich-airport.com/_b/0000000000000000727535bb58591f18/ib2015-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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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简洁性 

4.3.1 报告评审的发现  

只有 41%的报告被认为是简洁的。在 20 份被明确命名为综合报告的报告中，有 8 份超过 150

页。许多报告编制者发现要让报告简洁很难，因为他们需要提供足够的背景，帮助读者了解机构的

价值创造过程和业绩。 

4.3.2 企业发现了哪些挑战？ 

PTTGC 集团的 Poopair 认为框架非常详细，这让机构很难编制出一份简洁的报告，同时还要让

投资者都能阅读和理解。 

当报告编制者为了满足监管要求或为了帮助读者理解报告内容而增加新的信息时，报告就难以

变得简洁。正如诺和诺德集团的 Stormer 所说的：“就像我们 2016 年的报告一样，如果一项规定让

我们在鉴证报表中加入更多信息，那么就要删掉另外一些内容。”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这家公司给自

己设定了一个挑战，不允许报告的总页数增加。 

一些报告编制者担心过于关注报告是否简洁有可能漏掉一些对利益相关方重要的信息。有时候，

人们可能夸大了简洁的重要性。星展银行缩减了它的财务报表的篇幅（例如通过删除无关的资产负

债表科目），但是 Larsen 却认为减少页数并不是终极目标。“如果我可以用一些更好的，相关性更强

的信在综合报告实施的下一阶段，Enagás 公司将会研究如何利用科技来帮助利益相关方更有效地

获得他们需要的数据。“我们认识到展示信息的方式有很多种，所以如果我们的利益相关方，主要是

投资者能够收集他们需要的所有信息，然后进行分析可能会更容易些，”Tudela 说道。但是他也指出，

如果把主要信息放在网上可能会带来风险，比如这些信息可能会被媒体曲解。 

简洁是慕尼黑机场的下一个目标。“我们将会发布一份篇幅较短的印刷报告，没有附注，”

Schindler 说道。“附注只会出现在在线报告中。所有在线报告将会包含所有内容，印刷报告只会包含

部分内容。”在线报告将具有互动功能，为读者在不同内容之间导航。慕尼黑机场之所以希望他们的

报告更加简洁，在一定程度上也源于读者的反馈。除了减少页码外，读者还请求把报告中的财务内

容写得“让非金融分析师出身的读者也更好理解，”Schindler 说道，“所以如果你看我们的财务信息，

你会发现更多的图表。” 

4.3.3 实际方法 

正如欧洲会计师(Accountancy Europe)（前身为欧洲会计师联合会或 FEE）在其报告《企业报

告的未来》(The Future of Corporate Reporting)中所指出的15，企业可以使用模块化互动式的报告格

                                                   
15 FEE（2015 年），《企业报告的未来：创造动态变革体系》（The Future of Corporate Reporting – Creating the 

Dynamic for Change） www.accountancyeurope.eu/wp-content/uploads/FEECogitoPaper_-_ 

FutureofCorporateReportin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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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让不同的读者找到报告中与他们关系最密切的部分。然而即使在互动性报告中，如果机构计划

把综合报告作为核心报告，将读者导向更加详细的内容，那么简洁性也非常重要。   

汇丰银行 2015 年战略报告为如何以简洁的方式解释关于机构业绩的复杂信息提供了一个实例

（第 23 页）。它简短地解释了银行为什么而调整（例如外汇转换的影响），增加了 2015 年年度报告

和报表的交叉索引，使读者可以看到报表结果和调整后的报告结果的调节项。 

然后它包括了一些关键数据（例如以表格形式列出的营业利润和税前利润，并与之前年份对比），

以要点形式列出银行的业绩，通过图表展示调整后税前收益与 2014 年的对比，形象地解释了百分

比的变化。 

 

 

  

http://www.hsbc.com/~/media/hsbc-com/investorrelationsassets/hsbc-results/2015/annual-results/hsbc-holdings-plc/hsbc-holdings-plc-strategic-report-201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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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 CPFL Energia 能源公司在 2015 年年度报告中用信息图表来解释电力部门的运转过程，直

观地刻画了能源供应链在受管制和自由市场上分别如何运作。 

在使报告变得简洁的过程中，意大利忠利保险集团运用了“重新思考、重复利用、减少赘述”

的原则。通过重新思考中期报告的方法，集团把季度报告从 2014 年的四个文档共 100 页减少到了

2015 年的 2 页，其中还包括词汇解释。“我们认为这两页报告是向我们的董事会成员以及不同外部

读者提供战略信息的最有效的方式，”Romano 说道。即便如此，他也认为年度报告是一场“有难度的

游戏”，因为年度报告有更明确的监管要求，某些特定的详细附注必须给出。“但我们正在努力解决公

司报告的这一难题，方法就是把我们作为上市公司披露的不同报告串联起来，”Romano 说道。“我

们的目标不是复制信息，而是在不同报告之间搭建一条高速通道。” 

正如上文所讨论的，在线报告既可以帮助机构实现报告的简洁性，还可以为部分利益相关方提

供他们可能觉得重要的详细信息。“未来我们有可能会制定一份 40 页的文件，印刷稿中包括所有的

战略信息，数字版中包含其他信息，这样分析师或环保投资者就可以对数据进行深入研究，”Romano

说道。 

  

http://www.unglobalcompact.org/system/attachments/cop_2016/308031/original/CPFL_Energia_Annual_Report_2015.pdf?1470766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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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关于简练性的良好实践建议 

•  实施严格的重要性确定过程，发现与报告相关的事项。这也可以帮助提高报告的可靠性和完

整性。 

•  应用严格的重要性确定过程，在评估事项的相对重要性时把一些对价值创造没有重大意义的

事项排除出去。 

•  使用交叉索引（链接向内部和外部的其他报告），有效使用图表。 

•  思考如何利用数字技术满足广泛利益相关方群体的信息需求。 

4.4 可靠性和完整性 

4.4.1 报告评审的发现  

框架指出，“综合报告应包括所有正面和负面的重大事项，并以一种平衡方式列报，且应无重大

错报。”16 

报告是否完整以及有没有重大错报很难判断，但就报告的表面价值而言，评审者发现只有 51%

的报告以同样的尺度报告好消息和坏消息。报告的可靠性和完整性可以大大增加报告在投资者和其

他利益相关方眼里的可信度。 

4.4.2 企业发现了哪些挑战？ 

财务信息的报告必须遵循一般公认会计准则，大型实体机构的报告的审计一般都会遵循国际审

计准则。企业认识到，如果投资者认为这些信息有用的话，他们就应该以类似的严谨态度对待在综

合报告中披露的非财务或前财务信息。但是非财务报告尚不成熟。当前存在的许多非财务报告框架

和准则之间缺乏一致性，非财务报告领域还没出现能为财务信息提供鉴证的广泛认可的机制。 

Enagás 公司的 Tudela 担心鉴证服务提供者在对综合报告信息进行鉴证的时候没有可用的“指

南或模板”。Enagás 公司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添加一个附录，在附录中展示它如何体现框架的主

要原则和涵盖主要内容领域，然后对这些信息进行外部鉴证。 

同样的，在 2016 年，达能集团简化了获得信息鉴证的方法，把它作为综合报告的一部分，并建

立了审计过程。 

相比之下，星展银行的 Larsen 认为鉴证的价值有限。“所报告的 KPI 的一致性比鉴证更能让人

                                                   
16 国际综合报告框架，第 3.3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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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诚实，”他说道。 

对许多机构而言，内部系统和流程才是关键。为了追求数据达标可能会导致漏掉一些 KPI。比

如，诺和诺德集团以前用它所培训的医疗保健专业人士的人数来作为衡量其社会影响的重要或替代

指标，但一个人有可能会参加多个培训课程。“我们意识到系统和数据并不稳健，所以我们必须去掉

这个指标，”Stormer 说道，“所以为了综合报告，我们需要付出的代价是可持续发展信息的减少，至

少在一部分人眼里是这样的。” 

从广义上来看，Stormer 认为一个关键的问题是知道“好”的报告是什么样的：“目前为止，我们并

没有得出一个一致的标准来评估一份报告到底好不好，”她说道，“综合报告是一个以市场为导向的倡

议，但我们还需要一些准则来确定好的报告是什么样的。同时我们还需要试验的空间。我们有自己

的方法，但我们的方法可能对别人没用。其他公司将会用自己的方法，其中[可能]会出现一些最佳原

则。”   

4.4.3 实际方法 

Enagás 公司在其 2016 年年度报告中解释了它在报告编制过程中使用的准则和原则。其中包括

公司在应用框架原则方面取得的进展，以及 Enagás 是综合报告企业网络的参与者的事实。除此之

外，它还参考了 GRI 准则。 

在 2015 年年度报告中，渣打银行提供了一份关于“集团 2015 年”的均衡报告（包含在战略报告

中，第 35 页）。 

报告中说道，2015 年是“充满重大挑战和变革的一年”，即集团的重组以及 33 亿欧元的配股。然

后报告中提供了关于这些变革因素的详细情况，包括确定重组产生了哪些成本。为了信息的平衡，

这一页还以方框要点的形式突出了企业采取了哪些行动来强化资产负债表、收紧风险承受能力，实

现成本效益等。在战略报告的第一页，渣打银行从多个方面对集团过去三年的业绩进行了对比，使

报告能够全面平衡地呈现集团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同时也展现了它的责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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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nagas.es/stfls/ENAGAS/Relación con inversores/Documentos/JGA/JGA2017/Annual_Report_20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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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和诺德集团 2016 年的年度报告包括 2012 年至 2016 年的财务、社会、环境和股票表现等相

关综合数据（第 15 页）。报告中还包括长期社会和环境目标，也简短地解释了水和能源消耗的表现，

为公司的业绩考核提供了进一步的背景。通过这种方式，诺和诺德集团也展现出了对本集团业绩的

责任性。 

在 2016 年年度报告中，诺和诺德集团首次纳入了董事会和执行管理层的陈述，表示报告“依据

国际综合报告框架而编制”（第 107 页）。这一陈述代表着自 2008/9 年以来关于报告的努力的顶点。

“我们通过这个过程提高了报告中环境和社会数据的质量和控制，”Stormer 说道。审计委员会要求“业

绩亮点”表格中包括的所有非财务数据都必须和财务数据一样正确有效。 

 

  

http://www.novonordisk.com/content/dam/Denmark/HQ/AnnualReport/2016/PDF/Novo-Nordisk-Annual-Report-20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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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开始对社会和环境陈述执行与财务数据一样的内部控制要求，即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

（Sarbanes-Oxley）17要求，”Stormer 说道，“我们简化了流程。” 

一旦这一过程完成后，审计委员会认可所有数据满足同等的质量标准。这是普华永道实施的有

限鉴证业务的一部分。多年来普华永道一直根据当前的鉴证准则对诺和诺德集团的年度报告进行鉴

证。为了在2016年年度报告中明确提到报告“遵守了国际报告框架”，集团开展了另一个独立的过程。

“我们把综合报告的所有要求与我们的年度报告对应起来，指出我们在哪些地方满足了这些要求，然

后我们请普华永道提供专业的第三方意见，”Stormer 说道。普华永道“没有重大异议”，这让审计委员

会确信董事会可以发表他们的宣言。普华永道对集团社会和环境报告的独立有限鉴证报告针对的是

诺和诺德集团的利益相关方，这份报告被包括在集团的 2016 年年度报告中（第 111 页），描述了鉴

证业务的范围以及有限鉴证结论。 

对年同比数据的报告采取坚定的态度可以帮助确保好消息和坏消息的报告更加均衡。星展银行

的 Larsen 说道，“我们坚持在我们的平衡记分卡上披露每个项目五年的 KPI，所以即使有些年份我

们的表现并不出色，但年同比信息还是一样连贯的。”报告中也解释了集团采取了哪些措施来解决每

一个问题。 

KPI 也需要随着战略的变化而变化。企业需要向读者解释这些变化，以免他们认为这些调整只

是为了掩盖企业糟糕的业绩。“KPI 是对业绩的评分和衡量，这些指标应该不断变化[以反映新的战略

优先事项]，”Larsen 说道，“但是这些指标不能随随便便说变就变，而应该有逻辑。”比如，星展银行

正在寻找更好的指标来衡量资源（资本）的价值。但如果它不能提高去年的指标，它会为了一致性

而保留这一指标。诺和诺德集团的首席财务官也强调了在报告中包括非财务 KPI 的重要性，因为这

些指标也被用于业务的运营并且与薪酬体系相关（但不会披露究竟是哪些指标影响薪酬）。 

4.4.4 关于可靠性和完整性的良好实践思路 

•  确保董事会执行对报告内容的监督权。 

•  为综合报告中包括的数据建立稳健的内部控制流程。 

•  明确报告使用的相关准则和框架，并在报告中披露这些内容。 

•  报告管理层在企业运营中使用的信息。 

•  明确地解释为什么使用特定的 KPI，给出报告的指标变化的原因。 

•  披露业绩的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解释管理层将采取什么措施来应对这些挑战。 

 

                                                   
17 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在 2002 年由美国国会通过，旨在保护投资者免受企业的舞弊性会计活动的影响，强制性要

求提高财务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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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一致性和可比性 

4.5.1 报告评审的发现 

框架指出18： 

“综合报告中列报的信息应： 

•  其编制基础应前后一致 

•  应当是有关一个机构自身价值创造过程的重要信息，使之能够与其他机构进行比较。”18 

在评审的 41 份报告中，有 12 份评审者无法评估它们的一致性和可比性，因为它们没有提供比

较的基础。在某些情况下，这是因为被评审的报告是机构编制的第一份综合报告，因此没有可比信

息。在那些的确提供了可比信息的报告中，有些不符合一致性：比如有些报告提供了之前年份的数

据，但没有提供其他年份数据，比较是不同时期的比较。几乎没有报告给出了与其他机构比较的基

础。 

4.5.2 企业发现了哪些挑战？ 

达能集团的 Laura Palmeiro 理解投资者希望看到大约过去十年的对比信息。在这么长的时间跨

度下提供有效的信息的确是一项挑战。例如，披露二氧化碳的排放吨数等绝对数值并没有考虑到企

业的变化（增长或影响），而强度指标，比如每销售一千克产品排放多少千克二氧化碳，有时候会更

有意义。 

虽然认识到了一致性的重要性，但慕尼黑机场的 Streck 认为企业可以在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适

当地改变报告的指标，并且明确地解释变化的原因。比如，慕尼黑机场在其最近的几份年度报告中

增加了机场服务质量（ASQ）指数评分，这些分数由国际机场委员会（ACI）计算，旨在评估客户满

意度。“ASQ 指数是一个不错的指标，为我们提供了外部视角，”Streck 说道。“但是我们决定改变这

一指标，在下一份报告中我们将会引入一个新的指标。即乘客体验指数。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更好

的指标，因为我们会把它用在内部管理过程中。”慕尼黑机场将解释指标变化的原因，并添加之前年

份的对比数据。 

综合报告编制者目前更担心的是报告的内在一致性和所报告的指标的长期一致性，其次才是他

们报告的信息是否可以与其他公司对比。尽管如此，行业内部还是有一些融合的趋势。比如在保险

行业，更多的企业（包括意大利忠利集团）给出了它们的净推荐值（NPS）19 过程，因为净推荐值

“正在成为企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战略 KPI 指标，”Romano 说道。这一指标也和社会与关系资本有

关，对人力资本而言，员工参与度指标已经成为普遍的做法。“在我们的行业中，我会发现越来越多

的前财务 KPI 指标，”Romano 说道。“但市场参与者之间的可比性不是一个短期目标。市场参与者

需要时间去适应，找到恰当的平衡点。我不认为把不同的参与者进行对比是一个优先事项。目前的

                                                   
18   国际综合报告框架，第 3.5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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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事项是如何以一种真实、实际和富有意义的方式来讲述机构的价值创造故事。”  

Laura Palmeiro 也看到了提供可以在不同公司之间比较的信息并非易事，她担心利益相关方会

把“梨和苹果”放在一起比较，因为不同公司计算和呈现 KPI 指标的方式是不同的。“我们还要好多年

才能实现把特定的主题放在一起对比，”她说道。因为全球各地有着不同的法律体制，这些体制可能

会要求或禁止报告或收集特定信息（比如关于员工种族的信息）。 

慕尼黑机场的 Streck 同意实现机构之间的可比性还有一段距离。首先，目前只有少数机场编制

综合报告。其他机场可能发布 GRI 数据，但要实现可比性仍然很难，因为数据背后的过程可能不同。

慕尼黑机场的确研究了其他机场的报告内容，但是从一个有限的视角。“我们研究了内容的类别。如

果其他报告中有我们没有的信息，我们就应该思考为什么这件事不在我们的议程上，”Streck 说道，

“所以你可以把问题放在一起比较，但你不能对数据进行实际的比较。我们也研究了其他公司发布报

告的方法。”比如，慕尼黑机场研究了其他实体机构是发布单独的综合报告还是发布年度报告和可持

续发展报告，还有他们的网站上都提供了哪些信息。 

JLL 集团的 Roundell Greene 强调框架建立在原则的基础上，他对此表示支持，而且与传统的

财务报告相比，综合报告仍然处于发展初期。所以现在就期望在机构之间实现可比性还为时过早。

“企业必须以最适合他们的方法向综合报告方向努力。在把框架向他们的机构应用时，企业必须对框

架有自己的理解，”他说道，“这比担心机构之间报告的可比性有多高重要多了。如果你把这一要求正

式化，有可能会遏止机构一些良好思维的发展。很难在拥有一个以原则为基础的框架的同时尝试确

保报告之间的可比性。”  

尽管现在还没有实现与其他机构的可比性，但研究其他报告编制者的做法不仅可以为提高报告

的方式提供潜在洞见，还有可能帮助机构在未来实现融合。 

 “我们以最佳报告编制者为基准，”星展银行的 Sze Yen Tan 说道，“我们总是在寻找灵感和启

发。”星展银行竭力避免“模板化”标准化的披露形式，“这样做信息的独特性就会丧失。” 

4.5.3 实际方法 

慕尼黑机场在 2015 年年度报告中通过三个表格展现了它的关键经济、环境和社会数据（第 4-5

页）。在报告中，它还提供了之前年份的财务、社会和环境比较数据。 

正如之前“可靠性和完整性”部分所展示的，诺和诺德集团 2016 年的年度报告中包括了五年

（从 2012 年开始）数据以及长期目标。比如它的社会业绩指标包括管理层中的男女比例，以及产品

召回和检验失败的数据。它的长期环境目标包括产品生产中可再生能源的比例。 

如果诺和诺德集团希望使用新的 KPI 指标，则必须先建立严格的内部控制程序。“当我们为环境

和特别业绩制定新的 KPI 指标时，这些要经过由首席财务官担任主席的披露委员会的审核，”Stormer

说道。“每年七月份，披露委员会对我们希望实施的新 KPI 指标进行审核。我们会提供前两年的可比

数据，这样我们就知道我们编制出来的东西不会被断章取义。数据必须具有一致性。只有当我们有

了三年的数据后，我们才会引入新的 KPI 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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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 关于可比性和一致性的良好实践思路 

•  引入之前几个时期内的 KPI 可比数据。 

•  每年坚持报告相同的 KPI 指标，除非你需要改变这些指标，提高信息对利益相关方的有用性

和相关性。 

•  每年在报告中解释 KPI 指标的选择或计算的变化。 

•  对每个新的 KPI 指标进行严格的评审，确保这些指标每年都有意义。 

•  回顾有可比性的机构和领先报告制定者的报告，获得相关指标的灵感。 

5. 对新实施者的建议 

1、发现综合报告的支持者 

综合报告的实施需要内部支持者，他们要有足够的决心和兴趣使综合报告成为现实。理想的情

况下，你需要首席执行官和首席财务官的支持。 

2、采用跨学科方法 

形成跨学科工作组引领综合报告工作。来自企业不同部门的个人可以帮助打破部门之间的界限，

鼓励综合思维。参与者可以来自财务、可持续发展、战略、治理、企业事务、人力资源、内部审计和

投资者关系团队。 

3、明确受众 

实施综合报告的第一步是确定报告的受众。一些机构选择把关注点放在股东和潜在投资者身上，

另一些机构把广泛的利益相关方作为受众。不管如何选择，综合报告中都应该对此明确解释。（如果

机构打算为不同的利益相关方另外制定一份报告，比如可持续发展报告，那么综合报告应该对此进

行说明）。 

4、确定重要性过程 

一旦你知道你的受众后，你需要确定价值创造的哪些方面与你的受众联系最为紧密。根据业务

的性质以及机构希望通过综合报告实现哪些目标，可能需要不同的重要性确定过程。大多数机构在

这个过程中会让外部和内部利益相关方参与进来必须在综合报告中解释关于重要性的决定是怎么做

出来的：这可以增加报告的可信度和责任性。必须在综合报告中解释关于重要性的决定是怎么做出

来的：这可以增加报告的可信度和责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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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激活数据 

不要害怕把数字放在报告的前面，投资者会非常喜欢早早地看到机构的整体业绩概况。为了确

保报告的一致性和可信度，披露你的目标，即使有些目标你没有实现。在报告中增加之前年份的比

较数据，解释指标的变化。 

6、使用恰当的语言 

谨记报告将会被机构外部的用户阅读。避免使用技术或组织术语，使用中立事实性语气。 

7、表明董事会的承诺 

投资者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希望在报告中看到综合思维和综合报告是从机构最上层向下贯穿的。

一些机构对在报告中正面承认董事会对综合报告的责任持犹豫态度，虽然框架建议这样做。20 你可

以考虑让首席执行官来讲述董事会希望通过综合报告来实现什么目标，以此表明董事会的承诺。 

8、设定期望 

综合报告是一个旅程，经验丰富的报告编制者都这么说。外部和内部利益相关方需要认识到综

合报告是会随着时间而发展的。 

6. 案例研究：通往综合报告的道路 

索尔维是一家国际化学和尖端材料公司，它正在致力于发布它的第一份综合报告。这是一个漫

长的过程，从它的前任首席财务官开始，这位首席财务官特别受综合报告的简洁性和连通性吸引，

比如在公司的战略和长期目标之间建立联系。 

他的继任者，也就是现任首席财务官 Karim Hajjar 刚开始对综合报告并不熟悉，但是经过三年

后，他终于确信综合报告可以让集团受益。在 2015 年，作为实施综合报告的第一步，他启动了一种

新的自下而上的重要性分析方法，对业务单元逐个分析。“这是一种有趣的做法，因为我们有大约 15

个活跃的业务单元，每个业务单元的重要性分析结果都不一样，”索尔维集团的 Michel Bande 说道，

“比如有些业务单元是能源密集型的，所以能源和二氧化碳就非常重要，但对其他业务单元就不那么

重要了。” 

继重要性分析之后，提出关键指标，然后关键指标被执行团队认可，他们从中选出五个主要指

标，作为对所有业务单元的强制性规定。这些包括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提高安全性、更加环保的产

品组合（就环境和社会影响而言）、提高员工参与度，以及强化社会行动（比如让更多的员工去学校

讲课或为地方医院提供支持等）。 

索尔维集团制定综合报告的第一步就是设定这些目标。在 2015 年年度报告中，索尔维集团表明

了其对实施综合报告的承诺。 

索尔维集团实施综合报告的第二阶段从 2016 年开始，为公司即将发布的第一份综合报告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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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工作。索尔维集团应对这一挑战的方法是只侧重框架中的几个原则，特别是连通性。“我们坚持

在我们的所有行动，我们提出的战略和我们的目标之间建立联系，”Bande 说道，“我们还会考虑到所

有不同的资本。” 

Bande 认为六项资本对于充实企业的业务方法起着“非常积极”的作用。“对索尔维这样的公司来

说，它们的问题是如何在报告的简洁性和商业模式之间取得平衡，因为我们至少有三或四个商业模

式，”他说道，“所以你需要解释不同的模式，以及为什么它们对资本有着不同的影响。” 

索尔维集团的首席财务官 Karim Hajjar 相信综合报告可以通过综合思维和综合管理创造价值：

比如将各种力量结合起来，采用横向贯穿的方法（即跨部门合作）。此外，索尔维集团还有一个衡量

其产品的社会和环境影响的工具，它发现“环保领域的产品显著增长”。因此，索尔维集团首席财务官

的目标是“确保这一价值创造过程首先被分析师所理解”，其次被公司的银行所理解，从而减少资本成

本。 

7. 总结 

综合报告现在不仅是一种具有价值的公司报告形式，也是实现企业良好管理的一种方法。最早

的综合报告实施者多年以来一直遵循着综合报告的原则，他们的经验可以帮助那些刚刚开始综合报

告之旅的新实施者取得更快的进展。 

综合报告并不只是报告，它还关乎综合思维在整个机构的贯彻。但无论如何，综合报告还是需

要具有较高的质量，因为它可能对财务资本提供者和其他利益相关方非常重要。只有报告受到重视，

企业才会因为编制报告得到应有的赞许。 

本报告在 2016 年综合报告企业网络报告评审项目的基础上编写，旨在确保报告质量得到持续

提升。通过对参与企业的采访，我们发现他们非常支持综合报告的目标，并且坚信综合报告能为他

们带来益处。我们的受访者发现了框架应用过程中的许多挑战，但把这看作他们的企业在未来编制

更好的报告和实现价值创造的必由之路。我们希望更多的机构将会受到鼓舞，开始他们的综合报告

之旅，从引领综合报告编制的企业中汲取灵感，获得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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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录 

8.1 附录一：报告参与者 

ACCA 希望感谢以下各位在百忙之中接受本报告的采访。 

 
 

Michel Bande 

索尔维(Solvay s.a.)集团高级执行副总裁 
 
 
“综合管理必须建立在综合思维的基础上；一份好的综

合报告只是这些最佳实践的证明。” 

Sze Yen Tan 

星展银行(DBS)集团会计政策高级副总裁 
 
 
 “综合报告可以帮助机构把定义明确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简洁地传

达给股东。”

  

Michel Bande 于 1974 年进入索尔维集团开启他的职业生涯，之

后便从未离开。他最开始是一名初级审计师，之后进入财务部门，

包括在巴黎工作的五年。直到 1984 年，他先后担任 IT 经理和企

业物流与供应链经理。 

 
1990 年，Michel 接管 SBU 消费型产品的管理工作，部分时间驻

巴黎工作。之后，他进入公司采购能力中心的管理层。2009 年，

他成为公司可持续发展高级执行副总裁，并担任这一职位直至

2012 年年末。现在，他主要负责协调集团的特别项目（包括额外

财务项目、WBCSD Chem. WG）。 

 
他还是欧洲企业社会责任协会（CSR Europe）外部关系高级副总

裁，欧洲社会商业学会（EABIS）顾问委员会成员，联合国全球

契约（UNGC）比利时分部副主席，（IIRC）大使，以及全球报告

倡议组织（GRI）利益相关方理事会成员。他从 2014 年 6 月开始

担任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比利时单一联系点的供应链专家。他还

是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一位拥有 15 年教龄的组织高级讲师。 

 
 
Mikkel Bilyk Larsen 
星展银行执行董事兼集团税务与会计政策主管 

 
 
 “综合报告可以使机构与内部和外部利益相关方更好地对话。” 

 
 

Mikkel 也负责综合报告的实施，并担任星展银行新成立的可持续

发展委员会的联合主席。 

 
在加入星展银行之前，Mikkel 曾在 2009 年到 2012 年担任瑞银集

团（UBS）亚太地区的首席财务官，负责投资银行、财务管理和

资产管理业务。他之前曾是瑞银集团亚太地区会计政策主管和香

港业务主管。他也曾在伦敦花旗集团和毕马威伦敦和丹麦事务所

工作。 

 
Mikkel 从伦敦商学院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从他家乡的哥本哈

根商学院获得经济学学士和硕士学位，并成为一名注册会计师。

他也曾在哈佛大学就读。 

Sze Yen 于 2013 年加入星展银行，担任金融工具会计专家。她当前

的工作职责还包括推动综合报告和可持续发展报告在银行的实施。 

 
在加入星展银行之前，Sze Yen 是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的一名高级

经理，在新加坡和伦敦事务所的鉴证、顾问和技术会计部门拥有

14 年的工作经验。 

 
Sze Yen 从南洋理工大学获得会计学士学位，是一名新加坡特许会计

师。 

 
 
Laura Palmeiro 

达能集团(Danone)可持续化发展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总监 
 
 
“只有通过综合思维和综合报告，机构才能以全面的方法捕捉

和展示它们的价值创造过程。” 

 
 
Laura Palmeiro 的职业生涯开始于 1993 年，当时她是阿根廷布宜诺

斯艾利斯普华永道事务所的一名财务审计师。1997 年，她加入达能

集团阿根廷阿瓜斯公司成为一名销售和市场营销主管。1999 年，她

成为（达能集团）阿尔皮纳别墅酒店(Villa Alpina)的财务主管。2003

年，她前往法国担任 World Wide Waters Division 的销售和市场营销

主管。2006 年，她担任集团投资者关系官。2009 年，她成为金融性

部门的副总裁，负责公司的环境报告编制和部署，包括二氧化碳会

计体系。 

 
2014 年 3 月，Laura 被任命为企业社会责任总监。2016 年 5 月，她

成为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总监，负责协调集团层面的可持续发展治理、

动画制作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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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simo Romano 

意大利忠利集团(Generali)综合报告和首席财务官中心主

管 
 
 

 “综合思维正在改善我们的个人和职业生活质量。” 

 
 

Massimo 是综合思维的“布道者”：他和他的团队正在制定忠利集

团综合报告框架。在过去 10 年中，Massimo 最先开始担任忠利

集团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实施项目经理，之后他不断发展

自己在财务报告领域的角色。他是全球首席财务官财务平台多年

期转型项目“Galileo”的项目带头人，着重简化报告流程，提高集

团的全球披露质量，实施最佳 IT 方案。 

 

Massimo 也活跃于多个国际企业报告事务工作组。2014 年，他与

荷兰全球保险集团（Aegon）合作建立保险商业网络并担任联合

主席，在保险行业传播综合报告和综合思维的“福音”。 

 

他经常在各大行业和学术活动上发表演讲，分享他关于综合思维

的经验。 

 

1994 年，Massimo 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意大利的里雅斯特大学并获

得经济学学位。1996 年，他成为意大利的一名特许会计师。 

 
 
Tom Roundell Greene 

JLL 集团报告&沟通和全球可持续发展高级经理 

 
 

 “综合报告为机构提供了一个真正的机遇，使他们可以深入

地探索和理解如何为自身、投资者以及他们所在的社会创造

价值。” 

 
 
作为 JLL 集团全球可持续发展团队的报告和沟通主管，Tom 

Roundell Greene 负责该公司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的编制、综合报

告的实施和向全球奖项和指数提交意见。他还负责向全球受众传

播 JLL 集团的可持续发展成就。Tom 与全牛可持续发展团队合作

为 JLL 集团制定新的全球可持续发展战略，“创造一个更好的明

天”。 

 
Tom 在可持续发展战略、政策和报告方面拥有一定的背景。在加

入 JLL 集团之前，Tom 曾在英国文官队伍内阁办公室和首相办公

室等负责改善可持续发展事务。 

 

Susanne Stormer 

诺和诺德集团(Novo Nordisk)企业可持续发展副总裁 

 
 

 “企业报告将进化到一种更高级的形式：综合报告。” 

 
 

Susanne 负责带领诺和诺德集团成为一家负责任的企业，她的职

责包括管理企业可持续发展项目、综合年度报告、利益相关方参

与，以及传播公司的“三重底线”21 商业原则的价值。 

 

Susanne 在 2000 年加入诺和集团（Novo Group）。她是 IIRC 的

一名成员，也是Access to Nutrition Foundation（营养获取基金会）

和 Global Initiative for Sustainability Ratings（全球可持续发展评

级倡议组织）的董事会成员。她曾是可持续发展会计准则委员会

的成立顾问委员会成员。她目前是哥本哈根商学院企业可持续发

展专业的兼职教授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分校哈斯商学院的伯

克利社会影响研究员。 

 

Susanne 从丹麦奥胡斯大学获得东亚研究学士学位和英语研究硕

士学位。她是斯坦福企业执行高管项目的一名毕业生。 

 
 
Monica Streck 博士 

慕尼黑机场战略可持续发展管理、业务单元战略和可持续

发展主管 

 
 

“慕尼黑机场的综合报告从一开始就是成功的，它对我们的

管理体系、可持续发展和企业战略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Monica Streck 是慕尼黑机场战略可持续发展管理主管。她负责

可持续发展报告事务，包括 GRI 指南和 IIRC 框架下的可持续发

展报告，确定和实施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战略主题，开发可持续

发展项目和重要性确定过程。Monica 从 2006 年开始与慕尼黑机

场合作。她的学术背景包括战略管理和商业伦理。她拥有商业伦

理博士学位和德国工商管理文凭。 



 

38 

 

Eva Schindler 
慕尼黑机场业务单元和企业沟通部门综合报告顾问 

 
 

 “综合报告可以推动综合管理。” 

 
 

Eva Schindler 从 2013 年起担任慕尼黑机场的综合报告顾问。在之前

的几年里，她曾作为投资者关系和企业沟通专家，监督多个集团的

年度报告编制过程。她是一名专业编辑和银行职员，拥有商业和文

化研究学位。  

 
 
José Miguel Tudela 

Enagás 公司组织和企业责任总监 

 
 

 “综合报告使人们对 Enagás 公司商业模式的长期可行

性更有信心” 

 
 

José Miguel 负责 Enagás 公司的可持续发展管理模式，包括公司可

持续发展计划的制定和实施、重要性分析和可持续发展报告以及其

他可持续发展相关事项。就可持续发展报告而言，他带领 Enagás 公

司踏上综合报告之旅。 

 

在进入 Enagás 公司之前，他曾在普华永道咨询公司和 IBM 商

业咨询服务公司工作。 

 
José Miguel 是一名工业工程师，曾在马德里 ETS Ingenieros 

Industriales 就读。他是 IESE 管理发展项目和德乌斯商学院企业

领导力创业和创新项目的毕业生。 

 

Elena Blanco Lozano 

Enagás 公司可持续发展协调员 
 
 

 “我们决定通过实施综合报告提高企业的透明度。” 

 
 
Elena 负责管理 Enagás 公司的工作组根据国际准则和最佳实践（GRI

综合报告）制定年度报告。她还负责协调公司在环境、社会和治理

领域的可持续发展项目实施，引领跨职能和跨学科团队。 

 
Elena 是一名产业组织工程师，曾在西班牙纳瓦拉大学就读。她是 IE

商学院高级企业责任管理项目的一名毕业生。 

 
 
Pranee Poopair 

PTT 全球化学公司 (PTTGC)可持续发展管理高级副总裁 
 
 

 “综合报告是一个正确的框架，它把财务报告和可持续发

展报告结合起来，可以帮助投资者了解企业及其取得的

成果。 

 

Pranee Poopair 拥有一个广博的职业生涯，在信息科技和可持续管

理领域担任管理职位。在 PTTGC 集团任职期间，她致力于用她深

刻的经验和洞见帮助PTTGC集团成为一家因可持续发展管理而受

到全球广泛认可的公司。PTTGC 集团的成绩已经受到了国际认可，

比如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FTSE4GOOD 和 Sustainalytics 等。此

外，Pranee 致力于发掘新的机遇，推动 PTTGC 集团成为可持续发

展楷模。例如 Pranee 在 PTTGC 集团的报告框架中引入了一个经过

调整的综合报告形式。PTTGC 集团是泰国第一家发布综合可持续

发展报告的企业。 

 
Pranee 从泰国孔敬大学和朱拉隆功大学大学毕业并获得统计学学士

学位和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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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2016 年综合报告企业网络报告评审项目平均评分 

在接受评审的 41 份公司报告中，专家组根据框架的每一方面对每一份报告的质量进行了评分。评分范围从 1 分到 5

分。1 代表“完全没有遵循框架的指导”，5 代表“充分遵循框架的指导”。综合报告专家评审组包括来自西澳大学的 Marvin 

Wee 教授，Materiality Counts 的执行董事 Jo Cain，以及来自 IIRC 和 ACCA 的专家评审和评分监督人。 

一些机构还没有利用这些原则进行外部报告，但根据当前的实践和监管要求他们在某种程度是符合这些原则的。 

个别评审被用于向企业告知他们目前的进展和需要改进的地方。 

下表展示了这 41 份报告在国际综合报告框架每一指导原则、内容元素和基本概念方面的平均分数。值得一提的是，

这些评分本质上是主观的。虽然评审经过了同行审议，但每位评审者的判断可能会有差别。所评审报告的会计期间截止

至（包括）2016 年 3 月 31 日。 

框架内容                                                                                框架段落                平均评分 

综合报告的责任 

•  综合报告应包含治理层对于以下事项的说明： 
 

-确认其对确保综合报告的完整性负责 
 

-确认已将集体考量应用于综合报告的编制和列报中 
 

-于综合报告是否以符合框架要求的方式列报的意见或结论 

1.20 2.27 

•  或者，如果综合报告中不包含此声明，则应解释以下问题： 
 

-在综合报告的编制和列报中治理层的角色 
 

-正在采取哪些措施以在未来的报告中包含此声明 
 

-采取此类措施的预计时间，此时间不应晚于机构参考本《框架》编制第三份报告的时间。 

1.20 1.20 

指导原则 

注重战略和面向未来 

•  综合报告应深入说明机构的战略…… 3.3 3.78 

•  ……以及这一战略如何与机构在短期、中期和长期的价值创造能力相关，如何与资本使

用情况及对[六项]资本的影响相关。。 

3.3 3.24 

信息连通性 

•  综合报告应显示对机构持续价值创造能力产生重大影响的各个要素之间的组合、相

互关联性和依赖关系的全貌。 

3.6 3.44 

利益相关方关系 

•  综合报告中应深入说明机构与关键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关系的性质和质量，并说明机构如

何及在多大程度上理解、考虑并回应利益相关方的合法需求和利益。 

3.10 3.73 

重要性 

•  综合报告中应披露对机构短期、中期和长期的价值创造能力具有实质影响的事件信息。 3.17 3.68 

简洁性 

•  综合报告应当简洁。 3.36 3.15 

可靠性和完整性 

•  综合报告应包括所有正面和负面的重大事项，并以一种平衡方式列报，且应无重大错报。 3.39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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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内容                                                                                框架段落                      评分 

一致性和可比性 

•  综合报告编制基础应前后一致； 3.54 2.78 

• 且应当是有关一个机构自身价值创造过程的重要信息，使之能够与其他机构进行比较 3.54 2.32 

 

内容元素 

机构概览和外部环境 

•  综合报告应回答以下问题：机构从事什么业务，机构在什么样的环境下运营？ 4.4 4.32 

治理 

•  综合报告应回答以下问题：机构的治理结构如何支持机构在短期、中期和长期创造

价值？ 

4.8 3.39 

商业模式 

•  综合报告应回答以下问题：机构的商业模式是什么？ 4.10 3.54 

风险和机遇 

•  综合报告应回答以下问题：影响机构短期、中期和长期创造价值能力的具体风险和

机遇是什么？   

4.23 3.44 

•  机构如何应对这些风险和机遇？ 4.23 3.46 

战略和资源配置 

•  综合报告应回答以下问题：机构的目标是什么，机构如何实现这一目标？ 4.27 3.76 

业绩 

•  综合报告应回答以下问题：在报告期间，机构战略目标的实现程度如何； 

 

4.30 3.54 

•  机构在对资本的影响方面取得了哪些成果？ 4.30 3.12 

前景展望 

•  综合报告应回答以下问题：机构在执行其战略时可能遇到哪些挑战和不确定性，对机

构的商业模式和未来绩效有何潜在意义？ 

4.34 3.29 

编制和列报基础 

•  综合报告应回答以下问题：机构在执行其战略时可能遇到哪些挑战和不确定性，对机构

的商业模式和未来业绩有何潜在意义？ 

4.40 3.24 

基本概念 

为机构和其他方创造价值 

•  整体来看，报告是否解释了机构如何为自身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创造价值？ 2.4 – 2.9 3.71 

资本 

•  总的来看，报告是否提供了机构使用或影响的，支撑机构价值创造能力的资本

的（例如财务、制造、智力、人力、社会与关系、自然资本）信息？ 

2.10 – 2.19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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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接受采访的综合报告企业网络参与者 

机构                      总部 行业 已编制综合报

告份数 22
 

注释 

Novo Nordisk 

（诺和诺德集团） 

丹麦 医疗保健 12 在综合报告框架发布之前，诺和诺德集团已经启动了这种类型的报告。 

Flughafen München Gmb 

（慕尼黑机场有限公司） 

德国 消 费 者 服

务 

6 2010 年慕尼黑机场发布了它的第一份综合报告。2013 年综合报告框架完成

后，慕尼黑机场逐步将框架原则融入其年度报告中。 

Enagás SA 

（西班牙国家天然气公司） 

西班牙 油气 4 西班牙国家天然气公司已经有五年在其年度报告中应用综合报告原则，最

近一份是 2016 年年度报告。虽然它没有把报告叫做“综合报告”，但公司

执行主席在 2016 年年度报告的一封信中明确提到，这是该公司编制的第

五份综合报告形式的报告。 

DBS 

（星展银行） 

新加坡 银行业 4 DBS 在 2012 年到 2015 年的年度报告中都遵循了综合报告框架原则，在最

近几份报告中表明了合规性。 

Generali Group 

（忠利集团） 

JLL 

意大利 

 
美国 

保险 

 
房地产 

3 

 
2 

 
 

JLL 集团从 2012 年开始把综合报告信息包括在集团的 SEC 10-K 表格/年度

报告中，其中 10-K 表格内容在它的综合报告努力中占了很大部分。它还建

立了一个专项网站，共同组成 2014 年的完整综合报告。 

PTT 全球化学有限公司 泰国 石油化学 1  

Danone（达能集团） 法国 食品产品 1  

 

8.3 本报告中公司报告示例链 

巴西 CPFL Energia 能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 

www.unglobalcompact.org/system/attachments/cop_2016/308031/original/ 

CPFL_Energia_Annual_Report_2015.pdf?1470766852 

 
 
 

 
DBS Group Holdings Limited（星展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 

www.dbs.com/annualreports/2015/pdfs/downloads/full-annual-report-2015.pdf 
 
 
 
 
 
 

Enagás 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 

www.enagas.es/stfls/ENAGAS/Relaci%C3%B3n%20con%20inversores/ 

Documentos/JGA/JGA2017/Annual_Report_2016.pdf 
 
 
 
 

 

http://www.unglobalcompact.org/system/attachments/cop_2016/308031/original/CPFL_Energia_Annual_Report_2015.pdf?1470766852
http://www.unglobalcompact.org/system/attachments/cop_2016/308031/original/CPFL_Energia_Annual_Report_2015.pdf?1470766852
http://www.unglobalcompact.org/system/attachments/cop_2016/308031/original/CPFL_Energia_Annual_Report_2015.pdf?1470766852
http://www.dbs.com/annualreports/2015/pdfs/downloads/full-annual-report-2015.pdf
http://www.enagas.es/stfls/ENAGAS/Relaci%C3%B3n%20con%20inversores/Documentos/JGA/JGA2017/Annual_Report_2016.pdf
http://www.enagas.es/stfls/ENAGAS/Relaci%C3%B3n%20con%20inversores/Documentos/JGA/JGA2017/Annual_Report_2016.pdf
http://www.enagas.es/stfls/ENAGAS/Relaci%C3%B3n%20con%20inversores/Documentos/JGA/JGA2017/Annual_Report_20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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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li（意大利忠利保险集团） 

2015 年年度综合报告与合并财务报表 

http://integratedreport2015.generali.com/sites/generali15fin/files/attachments/ 

annual_integrated_report_generali_group_ye_2015_5.4.2016.pdf 
 
 
 
 
 

HSBC Holdings plc（汇丰控股有限公司） 

2015 年战略报告 

http://www.hsbc.com/~/media/hsbc-com/investorrelationsassets/hsbc- 

results/2015/annual-results/hsbc-holdings-plc/hsbc-holdings-plc-strategic- report-

2015.pdf 
 
 
 
 
 

Munich Airport（慕尼黑机场） 

2015 年综合报告 

www.munich-airport.com/_b/0000000000000000727535bb58591f18/ib2015-en.pdf 
 
 

Novo Nordisk（诺和诺德集团）  

2016 年年度报告 

www.novonordisk.com/content/dam/Denmark/HQ/AnnualReport/2016/PDF/ Novo-

Nordisk-Annual-Report-2016.pdf 

http://integratedreport2015.generali.com/sites/generali15fin/files/attachments/annual_integrated_report_generali_group_ye_2015_5.4.2016.pdf
http://integratedreport2015.generali.com/sites/generali15fin/files/attachments/annual_integrated_report_generali_group_ye_2015_5.4.2016.pdf
http://integratedreport2015.generali.com/sites/generali15fin/files/attachments/annual_integrated_report_generali_group_ye_2015_5.4.2016.pdf
http://www.hsbc.com/~/media/hsbc-com/investorrelationsassets/hsbc-results/2015/annual-results/hsbc-holdings-plc/hsbc-holdings-plc-strategic-report-2015.pdf
http://www.hsbc.com/~/media/hsbc-com/investorrelationsassets/hsbc-results/2015/annual-results/hsbc-holdings-plc/hsbc-holdings-plc-strategic-report-2015.pdf
http://www.hsbc.com/~/media/hsbc-com/investorrelationsassets/hsbc-results/2015/annual-results/hsbc-holdings-plc/hsbc-holdings-plc-strategic-report-2015.pdf
http://www.hsbc.com/~/media/hsbc-com/investorrelationsassets/hsbc-results/2015/annual-results/hsbc-holdings-plc/hsbc-holdings-plc-strategic-report-2015.pdf
http://www.hsbc.com/~/media/hsbc-com/investorrelationsassets/hsbc-results/2015/annual-results/hsbc-holdings-plc/hsbc-holdings-plc-strategic-report-2015.pdf
http://www.munich-airport.com/_b/0000000000000000727535bb58591f18/ib2015-en.pdf
http://www.novonordisk.com/content/dam/Denmark/HQ/AnnualReport/2016/PDF/Novo-Nordisk-Annual-Report-2016.pdf
http://www.novonordisk.com/content/dam/Denmark/HQ/AnnualReport/2016/PDF/Novo-Nordisk-Annual-Report-2016.pdf
http://www.novonordisk.com/content/dam/Denmark/HQ/AnnualReport/2016/PDF/Novo-Nordisk-Annual-Report-20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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